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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辽河流域的“鸮面”岩画※ 

    ——兼谈先商文明鸮崇拜 

 

                                孙晓勇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鸮面岩画是西辽河流域岩画中极为特殊的一类岩画类型，与西辽河流域

史前鸮崇拜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先商文明起源一

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尤其以殷商玄鸟崇拜研究来探讨其文化源头，而似乎先

商文明起源的东北说和东方说这两种观点最有影响。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传播路

径的探讨，来理解先商文明鸱鸮崇拜这一文化现象，补充先商文明起源的东北说，

并有沟通先商文明起源的东北说和东方说两种观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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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北的西辽河流域由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等两大河流组成，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充分

表明，西辽河流域是中原农耕文化区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相互交替的地带，也是东北渔

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也处在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东分布带起点的关键

位置上。著名历史学家陈连开先生甚至把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之间的区域，形象比喻为“中

国的两河流域”
①
，认为西辽河流域是孕育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区域。 

 

                      一、西辽河流域与先商文明 

自上个世纪 3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先商文明的探讨，经过研究者作了大量的考证，对

商族起源问题逐步形成了各种结论，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东方说
②
，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的豫

                                                        
※2014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辽河流域人面岩画研究”（14YJC760053）；2014 年兰

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14LZUBWZD009） 
①
笔者的博士生导师张亚莎教授给笔者讲中国民族美术考古课程时特别提到，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陈连开

先生曾提到西辽河地区在中国史前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这一区域，

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一形象比喻同样给笔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张亚莎：《赤

峰岩画在中国岩画研究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岩画学论丛(第 1 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110 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 年，第 516-522 页；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

出版社，1976 年，第 168 页；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 年第一期；杜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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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鲁西南地区；西方说
①
，认为商族起源于陕西境内；晋南说

②
，认为商族起源于山西南部；

北方说和东北说
③
，认为商族起源于东北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地区。在这诸多观点中，北

方说和东北说可能在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 

上个世纪 30 年代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先商发迹于东北的观点，“他从东

北各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卵生感生神话，及《诗•商颂》相土与海外的关系、《楚辞•天问》

王亥王恒故事的发生地望、《山海经》中帝俊即商人先祖帝喾，实据有东北境域，说明商族

起源于东北”
④
。《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近于商。”史学大家金

景芳先生在《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指出：“文献中契称玄王，玄为北方，玄王即北王；

蕃与亳、蒲古音通假，契居蕃就是北方燕亳之地；昭明所居之砥石，‘在塞外辽水所出’的

辽水源头，即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商汤灭夏以前，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

中部，商族起源于东北、起源于辽西”
⑤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先生在《商先起源于

幽燕说》中也提出“商先起源于幽燕”，依据是：“商先公活动在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

燕之域；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都蒲阪、帝喾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自

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开始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的渊头，夏

家店下层文化南渐形成了先商文化。”
⑥
《诗经》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陈连开先生

研究，大概从相土时起，已越燕山南下环渤海发展，其所迁的商当在燕山以南。 

受到北方说和东北说的影响，更多学者对于西辽河流域红山诸文化与商族起源问题提出

自己的看法。田广林先生从红山玉器出发，指出“在红山玉器没有被正式识别出来以前，曾

长时间被误认为是商玉，这是因为红山古玉与商代玉器在雕刻手法和造型风格等方面，存在

着许多惊人的一致性，如红山文化的卷体玉龙与妇好墓所出商代玉龙一脉相承，其整体造型

风格都受到红山文化蜷龙的深刻影响，源于西辽河一带的红山文化蜷龙，应该就是甲骨文龙

字的最初原型”
⑦
。《敖汉旗大甸子遗址 74年试掘报告》中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因出土有

大量的彩绘陶器，纹饰的基本特徵是由变形鸟纹组成的饕餮纹，而图案的构成单位，与红山

                                                                                                                                                               
《先商济亳考略》，《殷都学刊》1988 年第 3 期；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

《华夏考古》1994 年第 4 期。 
①
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 年，第 103 页；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

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49 页。 
②
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③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40-346 页；干

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40-346 页。 

⑤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 年第 7 辑。 

⑥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⑦
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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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勾云形佩饰’形状相似，可看作商代青铜器上夔凤、夔龙或饕餮纹的母胎”
①
。陆

思贤先生结合考古发现认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脉相承，这些文化中的鸟形装饰特

别发达，尤其是小河沿文化中的陶片上刻画的鸟形，简直像倒栽贴地飞翔的燕子，或许‘玄

鸟生商’的传说，发源于燕山山脉。”
②
盖山林先生认为白岔河作为西拉木伦河源头之一，有

可能是商人的发源地，与白岔河岩画有着密切的关系。
③
不一而足，西辽河流域远古文明与

商族起源问题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二、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与先商玄鸟图腾 

《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史记·殷本纪》：“殷

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
④
这是有关商部落起源的玄鸟感生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的《诗经·商颂》、《楚辞·天

问》、《吕氏春秋》等文献，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都有所载。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

先生认为：“《商颂》和《楚辞》虽然都是东周的文学，其玄鸟的神话则颇可能为商代子族起

源神话的原型”
⑤
。 

据学界的研究，多数认为商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民族，玄鸟神话的故乡在东北。据傅斯年

考证，商部落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商是帝喾高辛氏的后裔。帝喾曾建都于亳，《史记•殷本

纪》集解孔安国语：“契父帝喾都亳”
⑥
。据考证古籍中的“亳”位于西辽河流域。“‘昔高辛

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高辛

氏即帝喾，厌越可能是契，海滨是指渤海之滨，紫蒙川即今之老哈河，……《淮南子·地形

训》还记有：‘东北薄州曰隐土’，‘薄’与‘帛’音同，‘隐’与‘殷’字通；《诗经》中的

‘天降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土’即‘隐土’，……‘隐土’在今天的西辽河

——大凌河流域”
⑦
。“宅殷土芒芒”，“殷”即殷红、赤红色。

⑧
红色山岗、红色土壤的地方

称为“殷土”，赤峰红山正是先民们崇拜的红色山岗。 

民族学的材料也可以辅证在东北地区环渤海湾一带的许多古代民族都有类似的鸟卵感

生神话传说。在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中用了不小的篇幅引证了这种东北地区各部落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 74 年试掘报告》，《考古》1975 年第 2 期。 

②
陆思贤：《新石器时代的鸟形装饰与太阳崇拜》，《史前研究》1986 年第 1-2 期。 

③
盖山林、盖志浩：《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第 280 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03 页。 

⑤
[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386 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3 页。 

⑦
张乃仁、田广林、王惠德：《辽海奇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56 页。 

⑧
《辞海》(修订稿)•词语分册(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6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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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卵生感生神话。如《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日：

‘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生子，……名东明，……东明善射，……因都

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①
。是夫余国也有卵生神话。清代史籍中也记载了满族的祖先

是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而怀孕降生的。据《满文老档》中记载：“我父祖世居布库里山

麓布勒和里湖，……昔布勒和里湖有三天女俄古伦、京古伦、佛古伦来浴，最末一天女将一

由神鹊衔来之红色果实含于口中，落入喉内，于是身重，随生布库里雍顺，此族即满族”
②
。

此类神话很多，皆可证明东北地区是一个以卵生神话为创世模式的地区。商族有“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的神话，也说明商族应起源于这一地区。 

“昭明居砥石”即《淮南子•地形训》“辽出砥石”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西辽河

流域赤峰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一带。
③
西辽河流域的白岔山，有大量的鸮面岩画。以及距此

地不远的石棚山小河沿文化中,曾出土一个刻有像是倒飞鸟形的图画文字的陶罐。陆思贤先

生结合石栅山
④
考古发现认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脉相承，这些文化中的鸟形装饰特

别发达，尤其是小河沿文化中的‘  ’形文字图画符号，在陶片上多数倒过来画，作‘ ’，

简直像倒栽贴地飞翔的燕子，‘ ’字，为燕字，即玄鸟，石棚山的原始文字可看作‘天命

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据此，商民族的起源神话，可以得到较圆满的解释”
⑤
。 

商人祭祖一般先从契开始，故“契”为商族之始祖，契为“玄鸟”所生，又称“玄王”。

有的文献称殷契为“少昊契”。“少昊”又作“少皞”，“皞”与“昊”古通用。《世本》云：

“少昊名契”。
⑥
《帝王世纪》亦云：“少昊帝名挚。”

⑦
从文献中记载的契与挚的关系可知，

商族与少皡部族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据文献《盐铁论•结合篇》载：“轩辕战涿鹿，杀两昊、蚩尤而为帝”。有学者认为，蚩

尤部族曾与黄帝部族大战于河北涿鹿之间，而“蚩尤宇于少昊”，故而断定此时的少皞部族

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北部军都山、燕山一带。少皞部族又源于太皞部落。《十六国春秋·前燕

录》载：“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 。高辛氏即帝喾。紫

蒙乃河名。论者根据对柳城、紫蒙川等地名的考察，认为：“‘少皞’部落主要活动在今燕山、

军都山一线；而‘太皞’部落，则主要活动于今燕山、军都山以北直至辽宁朝阳、内蒙古赤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40-346 页。 

②
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1 页。 

③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 年第 7 辑。  

④
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文物》1982 年第 3期。 

⑤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102 页。 

⑥
[汉]宋衷 注，[清]秦嘉谟 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7 页。 

⑦
[晋]皇甫谧 撰，陆吉 点校：《帝王世纪•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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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之广大地区；换言之，在上古时代，‘太皞’、‘少皞’部落均是围绕着燕山、军都山而繁

衍、生息的。”
①
也就是说，太皞部落居于东北地区，后来分裂出一支少皞部族迁居到燕山、

军都山一带，再后来少皞部族又分裂出一支少皞契部族，迁到燕山以南即今北京、易水一带，

后来迁徙到东方，建立了以玄鸟为图腾的王国，是为商族形成的缘由。据《太平御览》卷三

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
②
。史料记载说明，“少昊”部落后期的活动中心在穷

桑，在今鲁北或曲阜一带，其活动范围大约包括今鲁南、豫东、苏北等。这一论断解释了商

族与东夷的少皞部族有着大致相同的鸟图腾崇拜观念。 

关于商族与东夷的鸟图腾崇拜，与《尚书·禹贡》所记载的“鸟夷”也有某种千丝万缕

的联系。南朝宋裴驷《史记集解》引郑玄语曰：“鸟夷，东（北）方之民，赋（搏）食鸟兽

者。”郭沫若先生从文献考证认为，鸟夷在今渤海湾西岸一带。
③
严文明先生则从考古学研究

出发，认为鸟夷位于辽东半岛。
④
民族学的研究也表明鸟夷处于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东北部。

⑤
 

正如傅斯年先生指出的，“古代文献典籍将长江下游与辽河地区的先民均称作东夷，所

以这些‘玄鸟’几乎也被称为‘鸟夷’；《说苑》记载:‘东至鸟夷’；《大戴礼记·五帝德》

也记载:‘东长鸟夷羽民’称为‘鸟夷’，说明这些‘鸟’图像的地望在古籍文献中叫做‘东

夷’的地区”
⑥
。《禹贡》“九州篇”是对龙山诸文化时代的记载，鸟夷当属龙山文化居民。

而鸟夷属于东夷集团，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是其早期文化遗存，已有石兴邦、刘

敦愿等先生引用考古、文献资料予以充分证明。
⑦
 

“鸟夷”本是东北地区原始民族，可能后来到达了淮水流域而成为淮夷。显然“鸟夷”

是把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与起源于辽西地区的商族联系起来的纽带。难怪现代著名古文字

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坚信的认为：“隹夷即鸟夷，鸟夷初居东北，及后浮海入淮；夷

族本在东北，东夷南夷淮夷皆其南迁后之别名，故玄鸟降生故事行于东北民族，亦行于淮夷；

商与夷为一系，故其传说亦同。”
⑧
 

                                                        
①
曹定云：《商族渊源考》，《中国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第 117-125

页。 
②
[宋]李昉：《太平御览•第一册》，夏剑钦、王巽斋 校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29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年，第 9 页。 

④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 年，第 63 页。 

⑤
王青：《〈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北方文物》1995 年第 4 期。 

⑥
[美]巫鸿：《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6 页。 

⑦
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沿海古代文化中鸟类图象和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

文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第 330 页；刘敦愿：《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美术考古与古代

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 289-308 页。 
⑧
陈梦家：《隹夷考》，《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26 页；原载《禹贡》1936 年

第 5 卷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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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乐遗址出土一件鸟形木雕，呈黑色已炭化，头部纹饰涡旋纹，

身部饰菱形鳞片，尾部饰鸟尾纹，经碳 14 测定距今 7200 年左右”
①
。据考古研究表明，在

距今约 7000 年的西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时期起就有了十分发达的鸟崇拜，与红山文化，小

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脉传承的鸟崇拜传统体系。如西辽河流域发现大量的鸮面岩

画和鸮形玉器, 以及小河沿文化石棚山遗址陶罐上刻画的“ ”字形，呈展翅倒飞的鸟形，

头部呈三角状，其形态与红山文化的玉鸮相同。
②
这也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了它们是商先民所

崇拜的玄鸟图腾——鸱鸮。和连云港将军崖鸮鸟岩画如出一辙，而辽西地区应当是商先的起

源地。 

 

                三、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与先商鸱鸮崇拜 

商族的玄鸟图腾原型实则是鸱鸮崇拜。《西清古鉴》收录商代铜器“玄鸟妇壶”有“玄

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
③
，这是商族图腾极为珍贵的史料，该铭文中鸟的造型，突出了两只

毛角耳、鸮喙和鸱鸮的大眼睛等猫头鹰特征。殷商甲骨文“夋”字作“ ”形。王国维先

生考释为“夋”，认为夋即帝喾之名，也是《山海经》里的帝俊。
④
此帝俊是殷商甲骨卜辞中

所祭祀的“高祖夋”。而陆思贤先生的重要发现是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出土的陶罐上的图

画文字中有“ ”（图 1-1、2），认为它是比甲骨文“夋”字的“ ”形（图 1-3、4）的

更为原始的形态，是最原始的鸟神。
⑤
孙新周先生更认为，陆思贤先生并没有指明这个鸟神

的身份，而它正是鸱鸮的象形，它最突出鸱鸮的特征是这鸟神的两个毛角耳，其鸟头为杏核

形，与甲骨文“夋”字的象形完全吻合，它应是甲骨文“夋”字的原始母型，这表明帝俊完

全是鸱鸮图腾的化身。
⑥
王大有先生在解读甲骨文“夋”字，认为：“殷高祖‘鵕’，象形文

作鸟头人身一手（或爪）、一足的形象，其鸟头为‘ ’形，显然是鸮头象形，……又称玄

鸟”
⑦
。难怪商代的国号，籀文“商”字写成“ ”

⑧
（图 2），看起来也极像有着同心圆眼

睛纹饰的鸱鸮面部。 

                                                        
①
张红星：《长夜书香谈经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54 页。 

②
方殿春：《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 年第 6 期。 

③
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1 期。 

④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38 页。 

⑤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104 页。 

⑥
孙新周：《鸱鸮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 5 期。 

⑦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 年，第 40 页。 

⑧
[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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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河沿文化的鸟兽形符号(1、2)与甲骨文“夋”字（3、4，《卜通》）（采自陆思贤）；图 2 籀文“商” 

 

从大量的商族文化遗存中来看，“鸱鸮”是商图腾崇拜中的鸟图腾。著名殷商玉器收藏

家常庆林先生所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中，就专门辟一节题为“殷商玉玄鸟”
①
，论证

商玄鸟图腾就是鸱鸮，即今人所说的猫头鹰。孙新周先生也是较早提出所谓生商的“玄鸟”

就是鸱鸮即猫头鹰。
②
叶舒宪先生依据殷墟出土商代文物的多种鸱鸮造形，从图像学上探究

了玄鸟原型为猫头鹰。
③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中的玄鸟崇拜即是鸱鸮图腾崇拜。 

傅斯年先生推测出的玄鸟崇拜东北起源说，而古淮夷玄鸟崇拜来自东北。
④
著名学者饶

宗颐先生认为“殷契被称为玄王，玄鸟亦代表北方，玄鸟神话起源点为北方”
⑤
。叶舒宪先

生认为，“鸱鸮崇拜的红山文化渊源，鸟类的‘卵生’神话表象，其胚胎状，正对应着先民

对‘龙鸟’的想象性记忆，这扁圆蜷曲的玦形意象，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龙起源与凤起源的

共同原型，从史前的视觉直观原型到文字文明的书写神话，‘卵生’神话表象一方面体现在

与北方红山文化有承继关联的殷商始祖神话——玄鸟生商故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我国北

方少数民族神话中”
⑥
。 

从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和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鸮、绿松石鸮的普及程度及

数量上，可以看出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先民的鸱鸮崇拜很发达。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图

3）与连云港将军崖鸮面岩画（图 4）中的鸟喙和同心圆的眼睛，是一脉相承的鸱鸮形象，

一望便知那是商族的图腾崇拜文化。如陈勤建先生的《中国鸟信仰》中认为，连云港将军崖

岩画表现对鸮的崇拜，殷商文化显然吸收了这种文化信仰。⑦学者一般都认为连云港将军崖

                                                        
①
常庆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蓝天出版社，2004 年，第 97 页。 

②
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9 年，第 142 页。 

③
叶舒宪：《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民族艺术》2009 年第 3期。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40-346 页。 

⑤
饶宗颐：《古史之断代与编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 年，第

255 页。 
⑥
叶舒宪：《红山文化鸮神崇拜与龙凤起源》，《文化学刊》2006 年第 1 期。 

⑦
陈勤建：《中国鸟信仰》，学苑出版社，2003 年，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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鸮面岩画是少昊集团的文化遗存。
① 

 

        

图 3 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                            图 4 连云港将军崖鸮面岩画 

 

“玄鸟”的“玄”与“旋”通借，即旋转、轮转。玄鸟的特征就是其头和眼睛可以自由

旋转的鸟。而猫头鹰的脖子能转 270 度，可以自由转动头部，头圆似猫，随头部转动，大而

亮且只能朝前看的眼睛，也可以靠头部的转动而旋转。清人所辑的《事物异名录》中，猫头

鹰别名被称为“毂辘鸟”
②
，也作“轱辘鸟”。指像车轱辘一样能旋转的圆形，来指代具有轮

转特征的猫头鹰之眼。
③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认为，眼睛是第一个圆，是一种最高形式的

象征。
④
也即是生命形式的象征。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的阐述，“窃尝谓形之浑简完备

者，无过于圆；吾国先哲言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皇侃《论语义疏·叙》说《论语》

名曰：‘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
⑤
。 

在原始意识中，圆形与生命力的繁衍直接相关联，史前人类对生命的神秘体悟也是从圆

圆的眼睛中获得。史前红山文化人类也正是注意到了猫头鹰具有轮转功能的眼睛，即具有生

命轮转循环之力的大眼睛。美国著名考古学家、欧亚大陆史前考古的权威学者金芭塔丝

(Gimbutas，M．)认为：在今人熟知的父权制宗教产生以前，存在一种女神宗教，猫头鹰曾

经充当女神的动物化身。
⑥
猫头鹰的眼睛也被认为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再生之象征。

⑦
史前艺术

研究者也关注到了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中具有鸱鸮崇拜和生殖崇拜等文化内涵。
⑧ 

除了强调轮转状的眼睛外，红山文化出土的鸮首石龙（图 5）也强调旋转轮状卷体，这

                                                        
①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 年，第 42 页。 

②
[清]厉荃 辑：《事物异名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年，第 359 页。 

③
叶舒宪：《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民族艺术》2009 年第 3期。 

④
[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圆》，《文苑》2011 年第 2 期。 

⑤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11 页。 

⑥ Gimbutas M.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San Francisco:Harper,1991:116-117. 
⑦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1页。 

⑧
孙晓勇：《西辽河流域“ ”图像结构人面岩画文化内涵探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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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造型直接来源于赵宝沟文化遗存陶器上的鸟兽图
①
，鸮首龙的存在成为红山文化及后世轮

状卷体龙造型（图 6）的重要想象来源之一。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轮状卷体龙造型与妇好

墓出土的商代玉龙一脉相承。因为存在着许多惊人的一致性，曾长时间被误认为是商玉。 

 

         

图 5 红山文化轮状卷体鸮首石龙（采自吕军）    图 6 商代妇好墓、西周、春秋龙纹造型（采自孙机） 

 

西辽河流域涡旋眼睛纹饰鸮面岩画，以及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上的涡旋纹眼鸮面造

型，都表现了“轮转”特征的猫头鹰之眼。这种鸮面造型和涡旋纹眼睛的表现传统，直接影

响了龙山文化玉器纹饰造型（图 7），被龙山文化玉器所继承。有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与西辽

河流域史前鸮面岩画有关的红山诸文化是沿渤海和黄海向东南渐进传播的迹象。
②
 

在夏文化中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有两只眼睛纹饰的镶嵌绿松石神鸮青铜牌饰

（图 8），被看作充当着自史前至文明的中介角色。二里头遗址鸮神形象的最直接继承者是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绿松石鸮（鸟）形佩。事实上，也有研究者发现了西辽河流域鸮面岩

画与青铜牌饰上的镶嵌绿松石眼睛人面图案纹饰的内在联系。
③
法国著名学者及青铜器收藏

家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认为在二里头的夏代文化层里发现的以绿松石装饰的一双椭

圆凸眼纹饰，可能是饕餮纹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
④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

生，非常具有洞见的判断认为，“二里头铜牌饰充当着自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传承中

介作用，它们的造型和工艺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

了信仰和神话”
⑤
。 

 

                                                        
①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249 页。 

②
田广林：《西辽河地区的早期文化传播》，《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

社,1995 年，第 37 页。 
③
任爱君：《赤峰岩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 年，第 108 页。 

④[法]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读懂中国青铜器：文化、形式、功能与图案》，译林出版社，2016 年，

第 124 页。 
⑤
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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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山东日照出土龙山文化玉圭上的涡旋纹眼鸮面      图 8 二里头遗址鸮形纹神徽牌饰（采自李学勤） 

 

龙山文化玉器涡旋纹眼睛纹饰造型，通过夏代二里头出土镶嵌绿松石鸮形纹饰铜牌，间

接地继承到中原的殷商文化鸱鸮形象上，其涡旋纹眼睛造型也随之演变为“轮子形”纹饰眼

睛。
①
（图 9）德国著名学者利普斯(Julius E.Lips)认为，轮子纹饰在远古神话中的意义是

代表太阳、神和幸运，这就使它成为人喜欢的装饰，甚至把轮子和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解释。

②
这种“轮子形纹饰”成为一种神圣的装饰，大量出现在殷商青铜器上（图 10）不足为怪了，

也是殷商青铜器最常见的装饰。 

 

        

图 9 商代青铜器上的轮子形纹饰眼睛（采自叶舒宪）              图 10 商代青铜器上鸮面纹饰 

 

                               结语 

从以上分析看，西辽河流域鸮面岩画及涡旋纹眼睛纹饰鸮面岩画，与红山文化“勾云形

玉器” 上的涡旋纹眼鸮面造型传统，传承到龙山文化涡旋纹眼睛纹饰造型玉器上，再通过

二里头出土镶嵌绿松石鸮形纹饰铜牌，继承到殷商文化青铜器上的轮子形纹饰眼睛鸮面形象

上。也就是说鸱鸮崇拜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区域到东方的龙山文化区域，再到中原殷商文化区

域之间，勾勒了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承路线。也正好调和了商族起源的东北说和东方说两种观

点，为殷商玄鸟崇拜也找到了岩画与玉器的实物造型源头，也可论证了东北西辽河流域鸮面

岩画向南传播到东方连云港将军崖鸮面岩画的可能性。 

                                                        
①
叶舒宪、祖晓伟：《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为“鸮形玉牌”说》，《民族艺术》2009 年第 4期。 

②
[德]J.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简明人类文化史》，汪宁生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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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l-face Rock Paintings in West Liao River Basin and Owl Worship in Pre-Shang 

Civilization 

Sun Xiao-yong 

          (School of Ar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As a type of very special rock painting in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owl-face rock 

paintings is a consistent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pre-history owl worship in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Since 1930s, the origin of pre-Shang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especially Yin Shang Black Swallow worship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iscussion of its cultural origin, among which the Northeast View and the Orient View are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ones in Pre-Shang Civilization origin stud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route of the owl-face rock paintings in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e-Shang strigidae worship cultural phenomenon in order to complement the 

Northeast View of Pre-Shang Civilization origin so as to explore the possiblility of linking the 

Northeast View and the Orient View of Pre-Shang Civilization origin.  

Key Words: West Liao River Basin; Owl-face Rock Paintings; Pre-Shang Civilization; Strigidae 

Worship 

 

 


